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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PP或PE薄膜印刷油墨用

水性丙烯酸树脂及其制备方法，达到提高对PP或

PE的附着力的优点，涉及高分子乳液聚合合成领

域，其技术方案要点是：配方的重量份数为：甲基

丙烯酸甲酯5‑9份，己二酸二酰肼2‑4份，丙烯酸

1‑3份，甲基丙烯酸1‑3份，丙烯酸丁酯25‑30份，

甲基丙烯酸丁酯40‑50份，交联单体2‑4份，复合

乳化剂5‑8份，引发剂0.2‑0.5份，氨水0.5‑2份，

去离子水90‑11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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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PP或PE薄膜印刷油墨用水性丙烯酸树脂，其特征是：其配方的重量份数为：

其中复合乳化剂是非离子乳化剂和阴离子乳化剂的混合物；

制备上述树脂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称重：按重量份数称量甲基丙烯酸甲酯、己二酸二酰肼、甲基丙烯酸、丙烯酸、丙

烯酸丁酯、甲基丙烯酸丁酯、交联单体、复合乳化剂、引发剂、氨水、去离子水；

步骤2预乳化：将部分复合乳化剂加入部分去离子水中，待用恒速搅拌器搅拌均匀后加

入甲基丙烯酸甲酯、己二酸二酰肼、甲基丙烯酸、丙烯酸、丙烯酸丁酯、甲基丙烯酸丁酯、交

联单体搅拌30min以上；

步骤3配置：将引发剂加入部分去离子水中，搅拌均匀；

步骤4聚合：将剩余乳化剂加入剩余去离子水中，开启搅拌，升温至80‑85度，再依次加

入部分配置的引发剂和部分预乳化液，待开始反应后，同时滴加剩余步骤2和步骤3，滴加时

间为1.5‑3个小时，滴加完成后继续反应1‑3个小时，降温到30‑45度，调节pH至7‑9，最后过

滤得到水性丙烯酸树脂；

所述恒速搅拌器包括底座(1)、安装在底座(1)上的支撑架(11)以及设置在支撑架(11)

顶部的恒速搅拌装置(12)；所述底座(1)上开设有供容器瓶放入的嵌入槽(13)，所述嵌入槽

(13)的槽壁上开设有若干放置槽(131)，所述放置槽(131)一侧槽壁延伸出底座(1)上表面，

各个所述放置槽(131)内均设有压缩弹簧(132)，所述压缩弹簧(132)的一端固定在放置槽

(131)的槽底，另一端延伸出放置槽(131)的槽口且在延伸出的一端设有与容器瓶外壁抵触

的挤压块(133)；

当所述挤压块(133)位于放置槽(131)内时，所述底座(1)上设有环形的封闭各个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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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131)槽口的且与嵌入槽(13)的槽壁抵触的插入板(134)；

所述放置槽(131)的数量设为三个且均匀设置在嵌入槽(13)上，所述插入板(134)上开

设有分别供三个放置槽(131)内挤压块(133)移出放置槽(131)的第一开口(135)、第二开口

(1136)、第三开口(137)，所述第一开口(135)宽度、高度的尺寸为挤压块(133)的宽度和高

度尺寸，所述第二开口(1136)、第三开口(137)的宽度、高度的尺寸在第一开口(135)的尺寸

上以公差为一个挤压块(133)的宽度和高度尺寸呈等差数列开设。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PP或PE薄膜印刷油墨用水性丙烯酸树脂，其特征是：所述

交联单体是1,4‑丁二醇二丙烯酸酯、N‑羟甲基丙烯酰胺、双丙酮丙烯酰胺、乙二醇二甲基丙

烯酸酯中的一种或几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PP或PE薄膜印刷油墨用水性丙烯酸树脂，其特征是：所述

引发剂是过硫酸铵、过硫酸钠、维生素C‑过硫酸钠氧化还原体系、维生素C和焦亚硫酸钠混

合物‑过硫酸钠氧化还原体系中的一种或任意组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PP或PE薄膜印刷油墨用水性丙烯酸树脂，其特征是：所述

阴离子乳化剂是(C12‑C14)脂肪醇醚硫酸钠、十二烷基硫酸钠、(C10‑16)脂肪醇聚氧乙烯

醚‑3‑羧基‑1‑磺基丙酸酯二钠盐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非离子乳化剂是(C12－14仲醇)聚

烷基醚、(C12－14仲醇)聚环氧乙烷烷基醚、辛基酚聚氧乙烯醚中的一种或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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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PP或PE薄膜印刷油墨用水性丙烯酸树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高分子乳液聚合合成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PP或PE薄膜印刷

油墨用水性丙烯酸树脂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市场上印刷油墨多为溶剂型，这种溶剂型油墨挥发性高，有毒又可燃，不利于环

境保护和人体的健康。水性油墨由于以水为溶解载体，水性油墨具有显著的环保安全特点，

安全、无毒无害、不燃不爆，几乎无挥发性有机气体产生。

[0003] 包装印刷行业因的VOCs排放量受到冲击，水性油墨因其较低的VOCs排放量，安全

的生产环境受到包装印刷行业的青睐。

[0004] 但水性油墨的性能与溶剂型油墨还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在PP或PE上的附着力需

要改善。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优点是提供一种PP或PE薄膜印刷油墨用水性丙烯酸树脂，达到提高对PP

或PE的附着力的优点。

[0006]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优点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PP或PE薄膜印刷油

墨用水性丙烯酸树脂，其配方的重量份数为：

[0007] 甲基丙烯酸甲酯       5‑9份

[0008] 己二酸二酰肼         2‑4份

[0009] 丙烯酸               1‑3份

[0010] 甲基丙烯酸           1‑3份

[0011] 丙烯酸丁酯           25‑30份

[0012] 甲基丙烯酸丁酯       40‑50份

[0013] 交联单体             2‑4份

[0014] 复合乳化剂           5‑8份

[0015] 引发剂               0.2‑0.5份

[0016] 氨水                 0.5‑2份

[0017] 去离子水             90‑110份

[0018] 其中复合乳化剂是非离子乳化剂和阴离子乳化剂的混合物。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按照以上述步骤制备的丙烯酸树脂，可以在经电晕处理

的PP或PE薄膜上有优异的附着力、印刷适应性、耐水性，且低VOCs排放，环保无污染。

[0020] 优选的，所述交联单体是1,4‑丁二醇二丙烯酸酯、N‑羟甲基丙烯酰胺、双丙酮丙烯

酰胺、乙二醇二甲基丙烯酸酯中的一种或几种。

[0021] 优选的，所述引发剂是过硫酸铵、过硫酸钠、维生素C‑过硫酸钠氧化还原体系、维

生素C和焦亚硫酸钠混合物‑过硫酸钠氧化还原体系中的一种或任意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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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优选的，所述阴离子乳化剂是(C12‑C14)脂肪醇醚硫酸钠、十二烷基硫酸钠、（C10‑

16）脂肪醇聚氧乙烯醚‑3‑羧基‑1‑磺基丙酸酯二钠盐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非离子乳化剂

是（C12－14仲醇）聚烷基醚、（C12－14仲醇）聚环氧乙烷烷基醚、辛基酚聚氧乙烯醚中的一

种或几种。

[0023] 本发明的另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制备上述一种PP或PE薄膜印刷油墨用水性丙烯

酸树脂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4] 步骤1称重：按重量份数称量甲基丙烯酸甲酯、己二酸二酰肼、甲基丙烯酸、丙烯

酸、丙烯酸丁酯、甲基丙烯酸丁酯、交联单体、复合乳化剂、引发剂、氨水、去离子水；

[0025] 步骤2预乳化：将部分复合乳化剂加入部分去离子水中，待用恒速搅拌器搅拌均匀

后加入甲基丙烯酸甲酯、己二酸二酰肼、甲基丙烯酸、丙烯酸、丙烯酸丁酯、甲基丙烯酸丁

酯、交联单体搅拌30min以上；

[0026] 步骤3配置：将引发剂加入部分去离子水中，搅拌均匀；

[0027] 步骤4聚合：将剩余乳化剂加入剩余去离子水中，开启搅拌，升温至80‑85度，再依

次加入部分配置的引发剂和部分预乳化液，待开始反应后，同时滴加剩余步骤2和步骤3，滴

加时间为1.5‑3个小时，滴加完成后继续反应1‑3个小时，降温到30‑45度，调节pH至7‑9，最

后过滤得到水性丙烯酸树脂。

[0028] 优选的，所述恒速搅拌器包括底座、安装在底座上的支撑架以及设置在支撑架顶

部的恒速搅拌装置；所述底座上开设有供容器瓶放入的嵌入槽，所述嵌入槽的槽壁上开设

有若干放置槽，所述放置槽一侧槽壁延伸出底座上表面，各个所述放置槽内均设有压缩弹

簧，所述压缩弹簧的一端固定在放置槽的槽底，另一端延伸出放置槽的槽口且在延伸出的

一端设有与容器瓶外壁抵触的挤压块。

[002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容器瓶放入嵌入槽内，此时挤压块在压缩弹簧的挤压

力的作用下抵触在容器瓶的外壁，进而将容器瓶固定在嵌入槽，此时便于挤压块固定不同

尺寸的容器瓶，满足使用要求。

[0030] 优选的，当所述挤压块位于放置槽内时，所述底座上设有环形的封闭各个放置槽

槽口的且与嵌入槽的槽壁抵触的插入板。

[003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插入板的设置便于将挤压块固定在放置槽内，进而便于

容器瓶放入嵌入槽内，当容器瓶放入嵌入槽内后，将插入板从嵌入槽内取出，此时挤压块将

在压缩弹簧的作用力下从放置槽内移出且与容器瓶外壁抵触。

[0032] 优选的，所述放置槽的数量设为三个且均匀设置在嵌入槽上，所述插入板上开设

有分别供三个放置槽内挤压块移出放置槽的第一开口、第二开口、第三开口，所述第一开口

宽度、高度的尺寸为挤压块的宽度和高度尺寸，所述第二开口、第三开口的宽度、高度的尺

寸在第一开口的尺寸上以公差为一个挤压块的宽度和高度尺寸呈等差数列开设。

[003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需要将挤压块移入放置槽内时，将第一开口对准其中

一个挤压块，然后转动插入板，使得与第一开口正对的挤压块受到插入板的外壁抵触，此时

将与第二开口正对的挤压块也推入相对应的放置槽内，此时继续转动插入板，使得与第一

开口、第二开口正对的挤压块受到插入板的外壁抵触，将与第三开口正对的挤压块也推入

相对应的放置槽内，此时继续转动插入板，使得与第一开口、第二开口、第三开口正对的挤

压块均受到插入板的外壁抵触，进而将便于操作者一人将各个挤压块移入放置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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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按照以上述步骤制备的丙烯酸树脂，可以在

经电晕处理的PP或PE薄膜上有优异的附着力、印刷适应性、耐水性，且低VOCs排放，环保无

污染。

附图说明

[0035] 图1是实施例1中恒速搅拌器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2是实施例1中用于体现第一开口、第二开口、第三开口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中：1、底座；11、支撑架；12、恒速搅拌装置；13、嵌入槽；131、放置槽；132、压缩弹

簧；133、挤压块；134、插入板；135、第一开口；1、136、第二开口；137、第三开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9] 实施例1：

[0040] 一种PP或PE薄膜印刷油墨用水性丙烯酸树脂，其配方的重量份数为：

[0041] 甲基丙烯酸甲酯       5‑9份

[0042] 己二酸二酰肼         2‑4份

[0043] 丙烯酸               1‑3份

[0044] 甲基丙烯酸           1‑3份

[0045] 丙烯酸丁酯           25‑30份

[0046] 甲基丙烯酸丁酯       40‑50份

[0047] 交联单体             2‑4份

[0048] 复合乳化剂           5‑8份

[0049] 引发剂               0.2‑0.5份

[0050] 氨水                 0.5‑2份

[0051] 去离子水             90‑110份

[0052] 其中复合乳化剂是非离子乳化剂和阴离子乳化剂的混合物。

[0053] 交联单体是1,4‑丁二醇二丙烯酸酯、N‑羟甲基丙烯酰胺、双丙酮丙烯酰胺、乙二醇

二甲基丙烯酸酯中的一种或几种。

[0054] 引发剂是过硫酸铵、过硫酸钠、维生素C‑过硫酸钠氧化还原体系、维生素C和焦亚

硫酸钠混合物‑过硫酸钠氧化还原体系中的一种或任意组合。

[0055] 阴离子乳化剂是(C12‑C14)脂肪醇醚硫酸钠、十二烷基硫酸钠、（C10‑16）脂肪醇聚

氧乙烯醚‑3‑羧基‑1‑磺基丙酸酯二钠盐中的一种或几种；非离子乳化剂是（C12－14仲醇）

聚烷基醚、（C12－14仲醇）聚环氧乙烷烷基醚、辛基酚聚氧乙烯醚中的一种或几种。

[0056] 制备上述PP或PE薄膜印刷油墨用水性丙烯酸树脂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7] 步骤1称重：按重量份数称量甲基丙烯酸甲酯、己二酸二酰肼、甲基丙烯酸、丙烯

酸、丙烯酸丁酯、甲基丙烯酸丁酯、交联单体、复合乳化剂、引发剂、氨水、去离子水；

[0058] 步骤2预乳化：将部分复合乳化剂加入部分去离子水中，待用恒速搅拌器搅拌均匀

后加入甲基丙烯酸甲酯、己二酸二酰肼、甲基丙烯酸、丙烯酸、丙烯酸丁酯、甲基丙烯酸丁

酯、交联单体搅拌30min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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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步骤3配置：将引发剂加入部分去离子水中，搅拌均匀；

[0060] 步骤4聚合：将剩余乳化剂加入剩余去离子水中，开启搅拌，升温至80‑85度，再依

次加入部分配置的引发剂和部分预乳化液，待开始反应后，同时滴加剩余步骤2和步骤3，滴

加时间为1.5‑3个小时，滴加完成后继续反应1‑3个小时，降温到30‑45度，调节pH至7‑9，最

后过滤得到水性丙烯酸树脂。

[0061] 如图1和图2，恒速搅拌器包括底座1、安装在底座1上的支撑架11以及设置在支撑

架11顶部的恒速搅拌装置12，恒速搅拌装置12同公告号为CN203777992U的专利公开的一种

恒速搅拌器中的恒速搅拌装置12；当需要将容器瓶放入底座1上时，底座1上开设有供容器

瓶放入的嵌入槽13，嵌入槽13的槽口口径大于容器瓶的底部面积，便于更多尺寸的容器瓶

放入嵌入槽13内，增大恒速搅拌器的使用范围；嵌入槽13的槽壁上开设有若干放置槽131，

放置槽131一侧槽壁延伸出底座1上表面，各个放置槽131内均设有压缩弹簧132，压缩弹簧

132的一端固定在放置槽131的槽底，另一端延伸出放置槽131的槽口且在延伸出的一端设

有与容器瓶外壁抵触的挤压块133，此时压缩弹簧132与嵌入槽13的槽底平行设置，且压缩

弹簧132处于自然状态时，各个挤压块133之间的距离小于容器瓶外径。

[0062] 如图1和图2，当挤压块133位于放置槽131内时，底座1上设有环形的封闭各个放置

槽131槽口的且与嵌入槽13的槽壁抵触的插入板134。插入板134的设置便于将挤压块133固

定在放置槽131内，进而便于容器瓶放入嵌入槽13内，当容器瓶放入嵌入槽13内后，将插入

板134从嵌入槽13内取出，此时挤压块133将在压缩弹簧132的作用力下从放置槽131内移出

且与容器瓶外壁抵触。

[0063] 如图1和图2，放置槽131的数量设为三个且均匀设置在嵌入槽13上，插入板134上

开设有分别供三个放置槽131内挤压块133移出放置槽131的第一开口135、第二开口1136、

第三开口137，第一开口135宽度、高度的尺寸为挤压块133的宽度和高度尺寸，第二开口

1136、第三开口137的宽度、高度的尺寸在第一开口135的尺寸上以公差为一个挤压块133的

宽度和高度尺寸呈等差数列开设，即若第一开口135的尺寸也为挤压块133的尺寸：D1，第二

开口1136的尺寸为D2=D1+D1，第三开口137的尺寸为D3=D1+D1+D1。

[0064] 如图1和图2，当需要将挤压块133移入放置槽131内，以便于在嵌入槽13的槽底放

置容器瓶，将第一开口135对准其中一个挤压块133，然后转动插入板134，使得与第一开口

135正对的挤压块133受到插入板134的外壁抵触，此时将与第二开口1136正对的挤压块133

也推入相对应的放置槽131内，此时继续转动插入板134，使得与第一开口135、第二开口

1136正对的挤压块133受到插入板134的外壁抵触，将与第三开口137正对的挤压块133也推

入相对应的放置槽131内，此时继续转动插入板134，使得与第一开口135、第二开口1136、第

三开口137正对的挤压块133均受到插入板134的外壁抵触，进而将便于操作者一人将各个

挤压块133移入放置槽131内，操作方便，节约劳动力。

[0065] 以下是实施例2‑实施例6按照不同原料的用量制得各自的乳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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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0067] 实施例7：

[0068] 实施案例7与实施案例4原料的种类和用量相同，此案例设计成核壳结构，聚合工

艺改变，具体的方式如下。

[0069] 原料如下：丙烯酸用量1.17份，甲基丙烯酸用量1.17份，丙烯酸丁酯用量26.54份，

甲基丙烯酸丁酯44.08份，甲基丙烯酸甲酯7.85份，交联单体（双丙酮丙烯酰胺）2.88份、己

二酸二酰肼2.37份，阴离子乳化剂  C12‑C14脂肪醇醚硫酸钠（EO=12）用量3.73份，非离子乳

化剂  C12－14仲醇聚烷基醚（EO=40）用量为2.15份，引发剂（过硫酸铵）用量0.27份，氨水用

量1.24份，去离子水101.62份。

[0070] 核单体预乳化：

[0071] 首先，将16.92份的去离子水加入到烧瓶中，加入阴离子乳化剂1.14份和非离子乳

化剂  0.76份，开启搅拌，然后加入丙烯酸1.17份，甲基丙烯酸1.17份，丙烯酸丁酯11.07份，

甲基丙烯酸甲酯7.85份，甲基丙烯酸丁酯13.05份，双丙酮丙烯酰胺2.88份，搅拌30min。

[0072] 壳单体预乳化：

[0073] 首先，将21.16份的去离子水加入烧瓶中，然后加入阴离子乳化剂0.73份，非离子

乳化剂  0.78份，开启搅拌。然后，加入甲基丙烯酸丁酯31.03份，丙烯酸丁酯15.46份。

[0074] 水性丙烯酸树脂的制备：

[0075] 首先，将引发剂过硫酸铵0.27份加到18.69份的去离子水中，并搅拌溶解；

[0076] 其次，将41.92份的去离子水加入到反应烧瓶中，然后加入阴离子乳化剂的1.87份

和非离子乳化剂 的0.62份，开启搅拌，升温至81‑83度；

[0077] 然后，将15%的核预乳化液和10%的引发剂加入到反应瓶中，反应30min后，滴加和

预乳化液和40%的引发剂，60min内滴加结束，结束后继续反应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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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 继续滴加壳预乳化液和剩余的引发剂，在60min内滴加结束，滴加结束后保温

60min；

[0079] 最后，降温至40度以下，将己二酸二酰肼2.37份和去离子水2.31份的水溶液加入

反应烧瓶中，然后再加入1.24份的氨水，最后过滤出料。

[0080] 在电晕的PP或PE上，均匀涂布一层漆膜，在140度烘箱内烘干10‑15秒，考察其漆膜

的附着力，耐水性，耐溶剂性能。

[0081] 附着力检测：

[0082] 将配好的测试样用手辗仪在基材上涂膜，涂膜干燥放置24h；用3M胶带粘在油墨印

刷表面，用一定载荷的压辊在上面滚压3次，放置5min，将测试样夹在固定端，胶带夹在移动

端上，按照测试180度剥离强度的方法，以0.6‑1.0m/s的速度拉动，揭开胶带；用2mm*2mm的

半透明塑料板放在被揭部分，按下面公式计算附着力

[0083] S= 

[0084] A1为剥落的面积，A0为总面积。

[0085] 算出的结果按照以下分级：

[0086] 0切割边缘完全平滑，无一格脱落；

[0087] 1交叉处有少许涂层脱落，受影响面积不能明显大于5%；

[0088] 2在切口交叉处或沿切口边缘有涂层脱落，影响面积为5%‑15%；

[0089] 3涂层沿切割边缘部分或全部以大面积脱落受影响的交叉切割面积在15%‑35%；

[0090] 5沿边缘整条脱落，有些格子部分或全部脱落，受影响面积35%‑65%；

[0091] 6剥落的程度超过4级；

[0092] 耐水性检测方法：

[0093] 在每个测试区域，根据因泰方法0611涂两次配方，配方至少在室温下干燥16小时

以上，用一个盘子标识，大约3cm直径盖在涂有配方的瓷砖上，另一个可能用一个圆直径3cm

的滤纸，0.5ml水放在滤纸上，或圆圈里等待30min，在30分钟结束后，用没有擦过的面纸将

水轻快的擦掉水基板，在恢复后（1小时）目测。实验结果等级：

[0094] 不白，没有任何光泽失去；

[0095] 不白，有轻微的痕迹；

[0096] 轻微的白，没有水泡；

[0097] 白，没有水泡；

[0098] 白，有些水泡；

[0099] 严重白，有水泡，失去附着力。

[0100] 耐醇性检测方法：

[0101] 在每个测试区域，根据因泰方法涂三次配方，配方至少在室温下干燥16小时以上，

用一个圆直径4.8cm的滤纸，在0.5ml乙醇放在滤纸上，盖上表面皿，等待30min，在30分钟结

束后，用没有擦过的面纸将水轻快的擦掉，实验结束后一个小时目测。实验结果等级：

[0102] 不白：没有任何光泽失去；

[0103] 不白：有轻微的痕迹；

[0104] 轻微的白：没有水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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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 白：没有水泡；

[0106] 白：有些水泡；

[0107] 严重白：有水泡，失去附着力。

[0108] 以下表为实施例2‑实施例7的漆膜的综合性能：

[0109] 检测项目 实施例2 实施例3 实施例4 实施例5 实施例6 实施例7

外观 乳白色带蓝光液体 乳白色带蓝光液体 乳白色带蓝光液体 乳白色带蓝光液体 乳白色带蓝光液体 乳白色带蓝光液体

粘度/mPa·s 100 110 120 150 180 300

固含量（%） 44% 44% 44% 44% 44% 44%

pH 8 8 8 8 8 8

耐水性（2h） 白 轻微的白 轻微的白 轻微的白 轻微的白 轻微的白

附着力 PP:2级，PE：3级 PP:0级，PE：1级 PP:0级，PE：1级 PP:0级，PE：1级 PP:0级，PE：1级 PP:0级，PE：0级

耐溶剂 白 轻微的白 轻微的白 轻微的白 轻微的白 轻微的白

[0110] 从上述表格从可以看出，按照以上述步骤制备的丙烯酸树脂，可以在经电晕处理

的PP或PE薄膜上有优异的附着力、印刷适应性、耐水性，且低VOCs排放，环保无污染。

[0111] 以上述  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上述实施

例，凡属于本发明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

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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